
朝陽科技大學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 

「愛在朝陽-我的台灣學習體驗」徵稿活動企劃書 

一、目    的：為深入瞭解境外學生在本校學習期間體驗感想，及鼓勵學生能多深入

瞭解與分享校園文化之美好，擬以生活動態文稿及網路人氣分享比賽

活動方式，鼓勵境外學生回饋來校研修、學習體驗心得，作為未來研

擬安排境外生生活學習措施之參考。 

二、主辦單位：學生事務處陸生輔導組。 

三、協辦單位：國際暨兩岸合作處學生服務組。 

四、活動時間：自 2023 年 3 月 6 日(一)上午 8 時起至 2023 年 3 月 27 日(一)下午 5 時

止。 

五、收件地點：國際暨兩岸合作處辦公室(行政大樓 3 樓)。 

六、參加對象：境外學位生、短期及交換研修生。 

七、活動辦法：如附件 1。 

八、評比標準：由本處聘請專業教師，依據下列標準評審。 

(一)、生活動態組：評比標準依呈現內容 30%、結構創意 30%、文字表達流暢 

          度 30%、稿件內容與比賽目的相關度 10%。 

    (二)、網路人氣組：社群軟體 INSTAGRAM 上按讚數最多的之文稿。 

九、活動經費概算表：如附件 2。 

十、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由本處隨時更新補充之。 

十一、本項活動承辦人：學務處陸生輔導組林靖凱老師，分機 3128。  



朝陽科技大學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 
「愛在朝陽-我的台灣學習體驗」徵稿活動辦法 

 

一、活動目的：為深入瞭解境外學生在本校學習期間體驗感想，及鼓勵學生能多深入瞭解與分享校

園文化之美好，擬以生活動態文稿及網路人氣分享比賽活動方式，鼓勵境外學生回

饋來校研修、學習體驗心得，作為未來研擬安排境外生生活學習措施之參考。 

二、參加資格：凡於本校就讀及進行研修之非本國籍學生（含國際學位生、外籍交換學生及大陸地

區研修生等），於本校進行學習者。 

三、甄選規定： 

(一)收件時間：自 2023 年 3 月 6 日(一)上午 8 時起至 2023 年 3 月 27 日(一)下午 5 時止。 

(二)報名方式： 

    1.生活動態組：參加人員請繳交 A4 紙排版列印之彩色原稿（一式二份）文章或繳交由圖文 

編排成的 3-8 分鐘的在校生活學習體驗影片，連同「愛在朝陽-我的台灣學習

體驗」報名表乙份與著作財產權授權使用同意書一並繳交至國合處。 

2.網路人氣分享組：參加人員需以自身創作之生活動態組作品，將創作稿件上傳至社群軟 

體 INSTAGRAM，追蹤並於影像/圖像上標記國合處帳號(cyut_icsc)，

文章底下標記「#國合處」。 

逕向本校國際暨兩岸合作處投稿報名（投稿作品概不返還）。作品電子檔案另請寄至

jklin@cyut.edu.tw 備查。 

(三)作品審查：投稿作品請以個人經驗方式呈現，請勿翻拷或抄襲他人創作，以避免衍生著作權 

問題。如經發現，將公布投稿者姓名，取消得獎資格，一切法律責任由投稿者自 

行負責。 

(四)作品內容： 

    1.生活動態組:1200 字以上中文或 600 字以上英文、越南文；也可使用圖文字稿或是圖文並 

茂且生動有趣的 3-8 分鐘短片方式呈現，影片可用任何 APP 或是軟體程式 

進行編排成生活影片，類電子相簿或 INSTAGRAM 限時動態方式傳達校園 

景觀、學生活動及每月參訪旅遊照片搭配文字等。 

2.網路人氣分享組：將作品上傳至社群軟體 INSTAGRAM，必須追蹤並於影像/圖像上標記國

合處帳號(cyut_icsc)，文章底下必須標記有「#國合處」字樣，可以請朋

友協助轉發增加讚數。 

(五)投稿稿件按件論計，凡投稿者每件皆可獲精美禮品乙份；若經評審獲獎，每件獎金亦以乙份

為限。 

(六)優勝者將於國際文化節進行頒獎活動。 

(七)境外學生如於本年度(2023 年 1 月 1 日起)內未在台居留超過 183 天，獎金部分將扣取 20%稅

額。 



四、評選及獎勵辦法： 

(一)生活動態組： 

評選由國合處邀集審查委員共同評選，優勝 3 人，佳作 6 人，中、英、越南文組獎勵方式

各如下： 

    1.優勝，獎金新台幣 3,000 元整，獎狀乙只，禮品一樣。 

    2.佳作，獎金新台幣 1,500 元整，獎狀乙只。 

(二)網路人氣組： 

評選由國合處審查共同評選符合規範之各類別獲得最多讚數文章，優勝 1 人，獎勵方式如

下： 

    1.優勝，獎金新台幣 1,000 元整，獎狀乙只。 

五、得獎作品之著作權為作者所有，但無償授權，本校得以任何方式使用該著作。 

六、頒獎時間：主辦單位將另行通知得獎者。 

 

 

 

 

 

 

 

 

 

 

 



Chao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023 Love in Chaoyang Writing and Creativity Contest 

Goal 
In order to enhance a full understanding of study programs for CYUT students, encourage students to share 
a good memory of study in CYUT and living experience in Taiwan, the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nd Cross-
Strait Cooperation organizes the「Love in Chaoyang, My Experience of Study in Taiwan」writing and 
creativity contest. 

Eligibility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ho registered as CYUT full-time students, including degree students, exchange 
students and non-degree students from Mainland China. 

Policy 
1. Deadline: 17:00, March 27th, 2023 (Monday).  
2. Registration: Submit 2 color copies of your works and Author Declaration and Consent to Publish Form 

together with the application form to the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nd Cross-Strait Cooperation (ICSC).  
Please send an electronic copy of your works to jklin@cyut.edu.tw for reference. 

3. Do not copy or plagiarize others creations, otherwise your name will be proclaimed and cancel the 
qualification.  

4. Article Group: 
Article can be written in English, Chinese or Vietnamese with more than 600 words. It can be presented 
as an article with photos or a 3-8 minute video. The video can be made from a variety of APPs or 
software as a live video, slide-show, e-albums or stories on INSTAGRAM that should include campus 
landscape, student activities and tourist attractions in Taiwan.  

5. INSTAGRAM Popularity Sharing Group: 
You must follow the CYUT-ICSC account, post your photos and articles on INSTAGRAM and hashtag 
"cyut_icsc" for each of your posts. 

6. Limited exquisite gifts to be given away on the project basis. Prizes for winning projects will be given 
on a project basis, not th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of the winning project. 

7.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ho stay in Taiwan less than 183 days will be charged 20% of income tax for the 
prize.  

8. Authors of these articles own the copyright of the articles. With the Author Declaration and Consent to 
Publish form, the organizer can publish and use award-winning articles in many ways. 

9. Award Ceremony: The organizer will contact the winners for each category individually. 

Prizes 
1. Article Group 

Winning prize (3 entrants): NT$3,000 with a certificate and one gift for each winner. 
Honorable Mentions (6 entrants): NT$1,500 with a certificate for each winner. 

2. INSTAGRAM Popularity Sharing Group: 
Winning prize (1 entrant): NT$1,000 with a certificate. 

mailto:jklin@cyut.edu.tw



